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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是中央政府用以提升县级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重要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 - 双重差分法
举措。基于 2000-2017 年河南省 82 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估计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平均效应和动态效应，并对其作用机制进
该结论在稳健性
行了验证。研究发现：
一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
具备一
检验后依然成立；
二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短期效果并不显著，
三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主要通过
定的滞后性，
长期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
提升农业机械总动力等路径促进县域粮食
激励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
增加化肥施用量、
生产。为更好地发挥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中央财政应继续加
探索以
“大专向 + 统筹”
的
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
提高产粮大县利益补偿规模。同时，
政策设计优化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结构，并重视对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开展绩效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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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结构中县级政府处在承上启下、联结城乡、沟通

引言
一、

条块的关键位置，不同于面临众多“体制性困局”的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

，
乡镇政府[2]，县级政府具备较为完整的“行为能力”

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理论上讲，粮食安

是发展辖区经济、改善治下民生、维护区域秩序的

全具备显著的公共产品属性及外部性特征，由政府

相对健全且稳定的基层政治实体，承担保障县域粮

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主体并发挥政府行为的

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分权体

[1]

主体性和主导性 ，是弥补非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制下县级政府在维护辖区粮食安全中却易产生行

市场失灵的理性选择。就实践而言，在我国国家政

为异化，突出表现在发展粮食生产、稳定粮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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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缺失，
财政支粮偏好不足。究其原因：一方

利益失衡 [6]，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 [7]，继而与耕地发

面，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地方政府官

展权转移理论[8]、区域协调发展理论[9]等共同构成重

员基于 GDP 绩效考评的压力和有限任期内政治晋

点粮食产区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学

升的动力，会采取城市偏向、二三产业偏向的财政

界分别围绕粮食主产省区、产粮大县的利益补偿问

治理策略。粮食生产具备弱质性、低财政经济增长

题展开实践性探索。

贡献和弱政绩凸显性等特征，加之受分税制改革后

自本世纪初《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

县级政府事权过多而自有财力不足的影响，在“自

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将我国 13 省（市、自治区）划分

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中县级政府会将有限的财政资

为粮食主产区以来，学界围绕粮食主产省区利益补

金投向对辖区经济增长短期内产生直接贡献的二

偿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研究。粮食主产区是我国

三产业部门而非粮食部门，并导致地方公共产品供

粮食生产的核心地带和关键区域[10]，系统的量化比

给结构扭曲[3-4]，这是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不足

较分析后在充分认知主产区粮食生产之于国家粮

的普遍性解释；另一方面，就产粮大县这一特殊行

食安全重要贡献的同时，亦发现了外部性及机会成

政主体而言，
当前我国产粮大县粮食产量占全国比

本下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及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明

重接近四分之三，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

显滞后的现象[11]，
加之中国式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下

核心行政区域。然而，
受粮食安全目标责任下压、
比

地方政府发展农业的初始动力有限 [12]，主产区发展

较优势等因素的影响，产粮大县因事实上承担粮食

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故而从国家粮食安全

调入区部分粮食安全责任而丧失相应的辖区发展

战略高度制定实施独立完整的国家粮食主产区激

权益，
众多产粮大县陷入
“粮财倒挂”
“高产穷县”的

励政策、
建立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尤为重要[13]。

发展窘境[5]，外部性与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利益流失

在具体的技术路径上，包括建立粮食主销区对主产

抑制了产粮大县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区的转移支付基金 [14-15]、削减乃至取消粮食主产区

基于此，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

各项涉粮财政配套支出[16]、
建立耕地保护调节基金[17]、

性，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
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增强主产区内生性补偿能力且实现“硬投入”与“软

中央政府于 2005 年起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

投入”
并重[18]等举措。

粮食产量、商品量符合标准的县级政府给予财政奖

然而，以省域划定粮食主产区存在诸如政策效

励。由此便产生如下问题：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能否

果弱化、难以覆盖非主产区粮食主产县等弊端，基

有效促进县域粮食生产？政策存在怎样的动态效

于提升利益补偿政策效果的考量，粮食主产区应以

应？其作用机制为何？在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

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地域单元，通过划定全国范围

略、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

的粮食主产县，以此作为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的行

揭示、提供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

政地域边界[13]。事实上，
分布于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

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在丰富已有文献成果的同

区的产粮大县已成为我国当前粮食生产的“牛鼻

时，以期为调动产粮大县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促

子”
，且其同样面临着利益流失、县级政府重农抓粮

进县域粮食生产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决

积极性不足的现实问题 [19-20]，部分产粮大县出现粮

策参考。

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调性偏低和耕地“非粮化”趋

二、文献综述

势[21-22]。尽管我国于本世纪初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以提升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但鲜有学者对

产粮大县奖励属于重点粮食产区利益补偿的

个别学者运用因子分
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予以检验，

“谁受益谁补偿”的思
研究范畴，早期经典作家基于

析法探究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实施效果[23]，却难以

想提出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化解粮食产销区间的

准确测度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之于县域粮食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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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影响，
存在估计偏差。
较之于相对丰硕的粮食主产省区利益补偿的

素，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与省级财力状况挂钩，
且财力偏弱省区奖励系数偏高；三是产粮大县奖励

研究成果，学界较少关注产粮大县利益补偿问题，

资金由中央财政测算后全额拨付到县级财政，不得

且鲜有学者运用合理的实证分析方法测度产粮大

截留、挪用；四是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为一般性

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净影响。与既有文献

转移支付，
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为

成果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在研究内容上，回

产粮大县奖励的主体构成，超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答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县域粮食生产

主要用于扶持粮油生产和产业发展。数据显示，

并检验其动态效应，继而在稳健性检验基础上验证

2005 年-2020 年中央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由 55 亿元

该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作用机制，丰富学界有

增至 464.81 亿元，
年均增幅达 15.29%，系中央政府

关该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章借鉴最早由

给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产粮大县利益补偿、鼓

Heckman et al 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励县域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实践。

生产的因果性影响，
既有助于解决处理组和对照组

其粮食总产量约为全国的 1/10，小麦产量约为全国

[24]

（PSM-DID） 检验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之于县域粮食
在政策实施前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所引致的内生
性问题，又可以相对准确地评估产粮大县奖励政策
的净效应并减少估计误差。

三、政策描述、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描述
为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调动县级政府发展
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县域粮食生产、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我国于 2005 年起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十余年间尽管该政策已进行多次局部调整，但
基本的政策设计仍保持相对稳定，表现在：一是根

河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核心区，
的 1/4，具备发展粮食产业的天然基础和比较优势，
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
截至 2019 年，河南省共有 104 个县级行政单位入
约为省内县级行政单位
选中央产粮大县奖励名录，
总量的 65.82%淤。显然，
河南省产粮大县已成为省域

粮食生产的“牛鼻子”和筑牢“中原粮仓”根基的关
键力量。此外，
2005 年-2020 年河南省中央财政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总额约由 5.34 亿元增至 53.15 亿
元，年均增幅达 16.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

2020 年中央财政分配给河南省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约为全国总量的 11.44%，
位列全国第二于。基于河南

据县域粮食产量、商品量设计奖励入围条件，由中

省产粮大县之于省域粮食生产的重要地位及中央

央财政对入围的产粮大县予以动态奖励，包括常规

财政长期以来的持续性、重点性扶持，本文以河南

产粮大县奖励和超级产粮大县奖励。例如，
根据《财

省部分产粮大县、非产粮大县为例，在县域面板数

政部关于印发〈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

据的基础上运用 PSM-DID 方法，实证检验产粮大

法〉的通知》
（财建〔2018〕413 号）内容，常规产粮大

县入围条件为近五年平均粮食产量大于 4 亿斤且

粮食商品量大于 1000 万斤的县级行政单位，若未

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净影响。
（二）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事实上，产粮大县在发展县域粮食生产中存在

达到该标准但在主产区粮食产量或商品量列前 15

显性、
隐性利益流失。其中，
显性利益流失主要为产

同时，近五年平均粮食产量或商品量分别位于全国

性利益流失则为产粮大县因发展粮食生产非二三

位，非主产区列前 5 位的县级行政单位亦可入围。
前 100 名的县可入围超级产粮大县；二是按因素法
分配奖励资金，以粮食商品量、产量等作为奖励因

淤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提供数据整理测算所得。
于根据财政部官网及河南省财政厅提供数据整理测算所得。

粮大县粮食调出量中所蕴含的财政支粮资金，而隐
产业所引致的机会成本。由此，使得部分产粮大县
在县域财政经济锦标赛中逐步落后，陷入“粮财倒
挂”
“高产穷县”
的境况。例如，
2005 年-2018 年在本

文选取的河南省连续 14 年获得产粮大县奖励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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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中，
有 90.14%-92.96%的县（市、
区）人均财政

二，政府农业公共投资形成对粮农事实上的“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各年份河南省平均水平 ①。

贴”
，相对增加了其对化肥等要素购置投入的动力，

作为中央补偿产粮大县利益损失的财政转移支付

以提升单位面积粮食产出。化肥投入是提高粮食作

举措，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县域

物单产、增加粮食总量的主要措施[28-29]，财政农业投

自有财力。数据显示，
2018 年在本文选取的河南省

资是对粮农的隐性补贴，
可降低单位面积产出粮农

连续 14 年获得产粮大县奖励的县级政府中，有超

生产成本，为尽可能实现产出最大化，粮农将选择

五分之一的县（市、区）所获奖励规模占县域财政一

增加粮食生产中的化肥投入以提升粮食单产，且有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位列于 5.24%-9.26%区间 ，

证据表明农业补贴的增加会促进化肥施用量的增

在县级政府事权责任偏多且财力不相匹配的现实

长[30-31]，并在达到耕地生态可承受“阈值”前促进粮

困境下，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成为部分县域自有财力

食生产。第三，产粮大县给予粮食生产主体农业机

的重要补充，同时，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中常规产粮

械购置补贴，带动粮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整体

大县奖励资金可由县级政府统筹使用的政策设计，

提升，
促进县域粮食生产。一方面，
县级财政通过给

更加迎合了县级政府资金使用方式的灵活性偏好，

予农机具购置补贴配套支持或补贴区域特色适用

强化了产粮大县获取该项奖励的内生动力。进一步

性农用机具，可释放补贴之于购机主体的激励效

地，产粮大县奖励是与县域粮食产量相挂钩的“以

应，
提高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32-33]。另一

奖代补”式的利益补偿政策，面对粮食安全责任下

方面，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可通过改善粮食生产

压、县域产业短期转型困难、自有财力不足等因素

技术与生产效率、促进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劳动

的制约，通过增加农业公共投资、提供粮食生产所

力部分
“替代”[34]等路径促进粮食稳产增产。此外，农

需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促进辖区粮食稳产增产以获

业劳动力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基础因素，产粮大县

取产粮大县政策奖励，
不失为县级政府在既有约束

将奖励资金用以发展二三产业的行为倾向可能会

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引致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但在农业劳动力非农

②

在上述分析框架下，
根据 C-D 生产函数及已有

就业、
城镇化进程加速、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农业

文献研究成果，发现粮食播种面积、化肥及农业机

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复杂作用机制下，我国出现农业

械等要素是当前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主要物质诱

劳动力大量外流并未阻碍粮食连续增产的现实境

因，
外部干预政策通过影响农户主要生产要素投入

况[35]，故而当前农业劳动力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影响

第一，
产粮大县奖励政
继而促进粮食生产。具体讲：

可能并不显著。

策可激励县级政府农业公共投资，改善粮食生产基

综上所述，产粮大县奖励政策通过充实县级政

本条件，
引导粮农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

府自有财力以提升其重农抓粮积极性，继而带动县

积是直接决定粮食总产量的重要因素[25]，产粮大县

级财政提供辖区粮食生产所需公共产品及服务，并

为持续获得与县域粮食产量挂钩的奖励资金，会相

通过引导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化肥施用

对增加对农业领域的公共投资，
如开展中低产田改

量、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等路径对县域粮食生产产

造、
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改善粮食生产

生重要影响。但是，从政府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到涉

条件，实现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部分“替代”
，降

粮公共产品供给实现继而影响农民种粮行为决策

[26]

低单位产品私人生产成本、
提高市场竞争力 ，从而

会出现一定的政策时滞。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时

引导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促进粮食生产 [27]。第

间越长，将越有助于产粮大县不断积累财政支粮资

淤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2006-2019）及河南省财政厅提供数据整理
测算所得。
于根据《河南统计年鉴》
（2006-2019）及河南省财政厅提供数据整理
测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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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过循环累积支持持续改善县域粮食生产条
件，
继而影响粮农种粮预期。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
文构建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

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并提出如下研究假

产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但长期促进效应将逐步

假说 1：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能够促进县域粮食

假说 3：产粮大县奖励政策通过引导农户扩大

说：

生产。

假说 2：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在短期内对粮食生

增大。
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化肥施用量、提升农业机械化
水平的路径促进县域粮食生产。

图 1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年鉴》，少量缺失数据通过各地市年鉴、检索官方网
站进行补充。
（二）模型构建

为考察奖励政策对河南省产粮大县粮食生产

本文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将政策处理

的影响，综合考虑政策是否实施、实施连续性及数

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
以解决自选择偏误所导致的

据可获性，本文搜集整理了 2000 年-2017 年河南省
82 个县（市、
区）的县域面板数据。其中政策处理组

包含 71 个 2005 年-2017 年连续 13 年获得中央财

政奖励的产粮大县（不包含获得省级产粮大县奖励
的县域）。然而，
囿于河南省 82 个县（市、
区）中政策

内生性问题，继而在匹配后的样本范围内采用双重
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检验产粮大县

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净影响。双重差分法是
一项可用于评估政策效果的研究方法，其基本思路
是将全样本分为政策处理组和对照组，通过比较同

处理组和对照组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导致估计结

一时间段内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差异并研究该差异

果出现一定的偏误，故而采用一对一近邻倾向匹配

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即政策的实施发生显著的变

的方法将政策处理县域与对照县域相匹配后，共得

化，
进而探究政策的实施是否产生了效果。DID 模型

到 67 个县 1206 个样本观测值。在数据来源方面，

通过将
“前后差异”和
“有无差异”有效结合，在一定

域名单由河南省财政厅提供，其余数据主要来源于

的影响。同时，
在模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又进一

河南省 2005 年-2017 年历年获得产粮大县奖励县

2001 年-2018 年《河南统计年鉴》及《中国县域统计

程度上控制了某些除政策干预因素以外其他因素
步控制了处理组和对照组中存在的某些“噪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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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
得到对政策干预效果的真实评估。为验证

如（3）式所示，通过将各控制变量作为被解释

研究假说 1，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产粮

变量，依次对虚拟变量 Treat·T 进行普通最小二乘

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净效应：
Y it=茁0+茁1·Treat·T+移茁X·Control+ri+着it

（1）

其中，
Y it 为衡量县域粮食生产的被解释变量，

回归，以考察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驱
动因素的作用。
（三）变量选择

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个县和第 t 年。Treat 用以区

文章研究的重点在于检验产粮大县奖励政策

分处理组和对照组，
T 为区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

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影响，相关变量作如下选择：一

施前后的虚拟变量，交乘项 Treat·T 是度量是否享

是被解释变量 Y it，
本文选取各县历年实际粮食总产

有产粮大县奖励政策的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 代表

量（grain-output）用以衡量县域粮食生产发展水平；

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粮食播种

二是核心解释变量 Treat·T，
代表是否为获得中央财

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农业劳动力等。此

政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的产粮大县。其中，
Treat 为政

外，茁0 为常数项，
茁1 表示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

粮食生产的净影响，为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
茁X 为
各控制变量的系数，
ri 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

策虚拟变量，如果样本县是 2005 年之后（含）纳入
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名录的产粮大县，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T 为反映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与否

体固定效应，
着it 为随机干扰项。为验证研究假说 2，

的虚拟变量，
2005 年之后（含）赋值为 1，
2005 年之

态效应，
可将（1）式变形如下：

双重差分估计量，代表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

即检验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动

Y it=茁0+移茁K·+Treat·Tk+移茁X·Control+ri+着it （2）

（2）式中，交乘项 Treat·T 是河南省某县（市、
k

区） 自 2005 年获得产粮大县奖励后第 K 年的虚拟
变量。例如，
某县 2005 年-2017 年持续获得中央财

前赋值为 0。交乘项 Treat·T 的系数估计值 茁1 即为
粮食生产的净影响，
当且仅当第 i 个县是 2005 年之

后纳入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名录，
且 t逸2005 时，
Treat·T 赋值为 1，否则为 0；三是控制变量 Control，
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及粮食生产实际，选取第一

政产粮大县奖励，自该县 2005 年入围产粮大县奖

产业就业人员（labor）、
粮食播种面积（sown-area）、化

份赋值为 0。茁K 度量了获得产粮大县奖励后第 K

power）作为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主要控制变量。为了

励，在其后第 K 年，变量 Treat·T 赋值为 1，其余年
k

肥施用折纯量 （fertilizer）、农业机械总动力 （mec-

年，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政策效

增加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主要变量均进行对

应。为进一步验证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

数化处理，
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不难发

生产的作用机制以验证研究假说 3，
本文参照部分学
[36-37]

者研究成果

，
构造如下模型：

Control=茁0+茁·
j Treat·T+着it

（3）
表1

现，
主要变量标准差数值较小，
表明在进行倾向得分
匹配后，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距得以缩小，
从而有效
减少了产粮大县的自选择偏误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主要变量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Lngrain-output

粮食总产量（万吨）

1206

3.89

0.51

Lnlabor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万人）

1206

3.18

0.54

Lnsown-area

粮食播种面积（千公顷）

1206

4.40

0.57

Lnfertilizer

化肥施用折纯量（吨）

1206

10.88

0.58

Lnmec-power

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特）

1206

4.40

0.47

数据来源：
《河南统计年鉴》
（2001-2018）、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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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因素后，Treat·T

五、实证结果分析

的系数变为 0.2054。此外，
粮食播种面积、
化肥施用

折纯量、农用机械总动力均在 1%的水平上对县域

（一）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
平均效应

粮食生产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这与本文机制预期相

为验证研究假说 1，
模型（1）中以县域粮食总产

符。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在 5%的水平上对县域粮食

量的对数值 Lngrain-output 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

生产产生负向显著影响，
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粮食生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影响。运用
STATA12.0 软件估计后，
得到如表 2 所示回归结果。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Treat·
显然，
T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就（1）列回归

产长期存在的“内卷化”即“过密增长”现象尚未得
到根本扭转，
过量的劳动力投入会阻碍农业机械化
进程，
降低粮食产出效率及水平[38-39]。总体而言，产
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促进

结果看，在未控制其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因素

时，
Treat·T 的系数为 0.3477；就（2）列回归结果看，

作用，
研究假说 1 得到验证。

表 2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平均效应检验结果
Lngrain-output

Lngrain-output

（1）

（2）

0.3477***（25.99）

0.2054***（10.82）

变量

Treat·T
Lnlabor

-0.0643**（-2.07）

Lnsown-area

0.0596***（3.64）

Lnfertilizer

0.0860***（4.30）

Lnmec-power

0.2448***（9.11）

常数

3.6564***（334.55）

1.6836***（6.66）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06

1206

R2

0.1876

0.7380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
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 t 值，作为对比，表中报告了不控制其他经济因素时的
回归结果。

（二）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
动态效应
表 2 回归结果验证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

本文运用模型（2）评估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
域粮食生产的动态效应，即以年为单位进一步分析
随时间的变化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

县域粮食生产的平均效应，但并未从动态视角检验

的促进作用是否具有持续性，
比较政策短期效应与

政策促进效应的时间变化特征。为验证研究假说 2，

长期效应差异，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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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Lngrain-output

Lngrain-output

（1）

（2）

Treat·T1

-0.1297***（-2.89）

-0.1014***（-2.86）

Treat·T2

-0.0381（-0.85）

-0.0013（-0.04）

Treat·T3

-0.0395（-0.88）

-0.0033（-0.09）

Treat·T4

-0.01497（-0.33）

0.0141（0.40）

Treat·T5

0.0946***（2.88）

0.0485***（2.47）

常数

3.8916***（455.81）

1.1288***（4.36）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06

1206

R2

0.0085

0.4639

变量

括号内数字为 t 值，作为对比，表中报告了不控制其他经济因素时的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1%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

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影响因素，Treat·T1-Treat·T 5

政竞争与晋升激励下县级政府会将奖励资金多用

的系数整体上呈现逐步增大的态势，
且由负向显著

以尝试发展二三产业，而非农产业的发展及城镇化

表明产粮大县奖励
转向不显著最终变为正向显著，

的推进可能压缩粮食生产所需耕地基础，导致粮食

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随时间逐渐增强。

减产。为了持续获得与粮食产量相挂钩的奖励资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在控制影响县域粮食生产

金，在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压力下，产粮大

的其他变量后，
随时间的推移虽然交乘项系数整体

县后期会选择相对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资金扶

呈现逐步增大趋势，但政策实施第 1 年至第 4 年交

持，受政策时滞等因素影响，长期逐步影响农户生

数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这反映出产粮大县奖

励政策在短期内并不能显著地促进县域粮食生产，

期呈现逐步增强的态势；另一方面，加入控制变量

粮大县奖励政策的经济效应才得以显现，从而验证

乘项系数并非正向显著，
且从第 5 年开始交乘项系

产行为决策助力粮食生产。总而言之，产粮大县奖

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短期效应不明显，但长

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在政策实施后的第 5 年，产

后，
列（2）回归结果显示 Treat·T1-Treat·T 3 系数均为

负数，虽然在统计上由显著变为不显著，但可以推
断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后的 1-3 年内对县域粮

了研究假说 2 的合理性。

（三）更换匹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产粮大县奖励政

食生产可能产生负向影响。对此的一个可能解释

策的平均效应、动态效应前，运用一对一近邻倾向

是：当产粮大县获得可统筹使用的财力补充后，财

匹配的方法将处理组与对照组相匹配，所选择的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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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变量包括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粮食播种面积、化

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平均效应亦或动态效应，

肥施用折纯量及农用机械总动力。为了验证实证结

Treat·T 的系数及 Treat·T1 -Treat·T 5 的系数整体上

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更换匹配方法的方式，运用
核密度倾向匹配的方法将处理组与对照组相匹配，
共得到 522 个匹配样本，且无论是产粮大县奖励政
表4

与表 2、
表 3 检验结果保持大致一致，也即估计结果

较为稳健。具体如表 4 所示。

更换匹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Lngrain-output

Lngrain-output

变量
（1）
Treat·T

（2）

（3）

0.3333***（21.42）

（4）

0.2048***（10.82）

Treat·T1

-0.1201***（-2.10）

-0.0923***（-2.22）

Treat·T2

-0.0360（-0.63）

-0.0049（-0.12）

Treat·T3

-0.0424（-0.74）

-0.0099（-0.24）

Treat·T4

-0.0136（-0.24）

0.0129（0.31）

Treat·T5

0.0998**（2.37）

0.0462**（2.05）

常数

3.5258***（292.61）

3.7355***（356.29）

1.5234***（6.96）

0.9613***（2.96）

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22

522

522

522

R2

0.2789

0.0117

0.7538

0.4576

注：*、
**、
*** 分别表示在 10%、
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 t 值。

（四）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
机制分析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粮食生
产，且政策效应短期并不显著、长期逐步增强。那

显著，
表明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发生产业转移，减少了农业劳动
力供给；
（2）-（4） 列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
著，表明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有效促进了粮食播种面

么，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内在作

积、化肥施用量及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提升，从而促

用机制为何？为验证研究假说 3，
本文运用（3）式模

进县域粮食生产，这与表 2 回归结果相对应。总而

因素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Treat·T 的系数

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化肥施用量、提升农业机械化

因素的影响。显然，
（1）列系数在 1%的水平上负向

说 3。

型估计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各驱动

茁j 表示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各类县域粮食生产驱动

言之，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将主要通过引导农户扩大
从而验证了研究假
水平的路径促进县域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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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Lnlabor

Lnsnow-area

Lnfertilizer

Lnmec-power

（1）

（2）

（3）

（4）

Treat·T

-0.2872***（-23.78）

0.0701***（3.06）

0.3389***（17.81）

0.3700***（26.09）

常数

3.3800***（342.45）

4.3521***（232.44）

10.6463***（684.82）

4.1462***（357.90）

样本量

1206

1206

1206

1206

R2

0.0938

0.0814

0.1459

0.1255

变量

括号内数字为 t 值。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1%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00 年-2017 年河南省 82 个县（市、

升产粮大县重农抓粮积极性。
第二，探索以“大专项+统筹”的政策设计优化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结构。根据产粮大县奖励政

区）的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

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作用机制，为确保产粮大县

法（PSM-DID）研究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

积极稳定地发展县域粮食生产，同时兼顾产粮大县

食生产的影响，
可得到如下基本研究结论：

对奖励资金统筹灵活使用的需求偏好，可探索以较

第一，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具有

低比例
“大专项”加较高比例“统筹”的政策设计，确

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

保一定规模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定向用于高标准

成立；第二，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

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绿色有机化肥购置补贴、

的短期效果不显著，具备一定的滞后效应，长期对

农用机械购置补贴等领域，
引导粮农扩大粮食播种

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且该结论同样

面积、科学施用化肥、提高粮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第三，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主要

水平，
促进县域粮食的稳产增产。

通过影响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化肥施用

第三，重视对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开展绩效

量、
提升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作用路径促进县域粮食

评价。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逐步放缓，

生产。

应更加重视对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的使用开展绩效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评价。一方面，要适当提高绩效评价在产粮大县奖

第一，中央财政应继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

励资金分配测算中的权重，配合“大专项+统筹”的

力度，
提高产粮大县利益补偿规模。产粮大县是保

政策改革，引导产粮大县高效使用奖励资金。另一

，尽管当前制度设计中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牛鼻子”
将奖励资金分配与粮食商品量、产量相挂钩以补偿
产粮大县利益流失，但部分产粮大县“高产穷县”
“粮财倒挂”
的现象仍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央财

方面，建立健全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奖惩机
制，对于绩效评价结果优秀或不合格的产粮大县应
在次年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分配中予以追加奖励或
减免奖励。

政应继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资金奖励，且奖励规模
应充分考虑各产粮大县客观存在的显性、隐性利益
流失，确保利益补偿后产粮大县人均财政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水平不低于各省份平均水平，以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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